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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曹永昌

中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楊金生主
任率團拜訪公會

公會健保智庫研習營曹理事長頒
發研習證書

鄭秋霞主委於中醫健康管理講座
專題演講

每逢3、6、9、12月出刊
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會務推展應與時俱進，尤其邁入數位資訊快速時代，公會如

果仍故步自封不追求進步，不向上提升不改善服務品質，必為同

業所唾棄及淘汰。今年3月15日本會屆滿65週年，公會在既有

優良的會務制度下，為服務會員更當精益求精，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本會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7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

術論壇，並舉行第85屆國醫節暨創會65週年慶祝大會，本次論壇

參會的國家及出席人數皆締造新的紀錄，共12個國家，2100人

參會，除舉辦學術論壇外，為服務國內外前來參會的中醫師，公會於大會會期前後從

3/13至3/17一週時間，邀請7位國外來的教授分8個場次，辦理特別講座，令參會人

士收穫豐富，並相約明年再見。

為服務中醫師推動中醫醫療的經驗傳承，本會舉辦「薪火相傳資深中醫水煎藥系

列講座」，舉辦台灣膏方論壇、中醫外用藥製劑研習會、傷寒經方讀書會及名家特別

講座，除提升中醫學術水準，並開拓中醫自費門診處方用藥的多元服務，開拓中醫醫

療的新藍海，出席中醫師甚為熱烈踴躍，可見當前中醫師求知若渴強烈需要。

中醫為我國固有的傳統醫療，在全民健康照護體系佔有重要的一環，為向民眾宣

導中醫藥的正確衛教，本會除成立健康推廣委員會，深入社會各個階層，接受各里民

活動中心、國中小學、各企業社團，辦理健康講座，宣揚中醫的養生優勢，每月定期

舉辦中醫養生講座及健康管理講座。4月12日於中正紀念堂舉辦「台灣養生保健嘉年

華」，有千人中醫大會操及百位中醫義診，參加民眾反應熱烈。守護全民的健康，中

醫不缺席。

中醫輔助人員的爭取，有關中藥師制度的建立，衛福部已有草案，公會皆與主管

機關及民意代表建立溝通的平台，亟望在全聯會領導及中醫界的合力配合下，共同維

護中醫的權益，周延中醫的醫療制度，建構中醫安全及安心的職場，促進中醫藥的整

體發展，期能增進全民的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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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1.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7.02(104)全聯醫總成字第0851號函：
檢送衛生福利部「中藥飲片之標籤或包裝應標示事項處理原則」。

2.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7.02(104)全聯醫總成字第0852號函：

檢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新增修訂「醫事、警消等人原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之處理流
程」及「醫事、警消等人員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通報單」。

3.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8.26(104)全聯醫總成字第0918號函：

檢送衛生福利部「藥物回收處理辦法」發布令及「藥物回收作業實施要點」停止適用公告。

4. 衛生福利部104.08.21衛部醫字第1041666063號函：

醫師遇有緊急或重症傷病之情況，需以通訊方式會診其他醫師，被會診醫師是否有違反醫師法第

11條親自診察一案，請轉知轄區醫療機構。

5.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09.02北市衛醫護字第10455200001號函：

轉知並督導所屬人員，執行業務務必確保病患隱私權益。

   健保資訊

1.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104.07.15中執會台北(3)昌字第130號函：
轉104年第2次「中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報告案相關事項。

2.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7.28(104)全聯醫總成字第0887號函：
檢送衛生福利部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中醫部分項目並自104年8月
1日起施行。

3.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104.07.29中執會台北(3)昌字第134號函：
檢送重新修訂「中醫針灸標準作業程序」暨「中醫醫療院所感染控制」查檢表，提供予新開業院
所。

4.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8.19(104)全聯醫總成字第0911號函：
檢送轄區未符合中醫門診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加強感染控制審查認證合格」或「醫療資訊公開醫
療費用明細標示」之院所名單。(名單已專函通知)

5.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4.09.10院北市中醫(17)總永字第692號函：
尚未取得104年度中醫門診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核發品質保證保留款資格院所，請重新辦理認證。

公文全文及附件請上公會網頁參閱    www.tpcma.org.tw

◎未符合加強感染控制審查認證合格之院所及醫療資訊公開醫療費用明細標示之院所。
請於今年11月30日前辦理認證，否則將不得核發全民健保104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

◎凡101年起院所新開業、變更開業、院所代碼變更，皆需重新辦理認證。認證資料表格，
請上公會網頁下載醫療資訊公開明細表請填妥傳真至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感控審查認證
請洽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電話：02-2959-4939)。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健康推廣委員會徵求養生保健講座醫師
共同推廣中醫守護全民健康；請熱心會員即日起向本會登記一起宣揚中醫
電話：(02)2314-3456 分機 9 或 E-mail：amanda.lee0933@gmail.com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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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27 期 中醫政策

規劃建立中藥師制度 促進中醫藥整體發展
                             資料來源：衛福部

我國發展醫事人員專業養成教育與證照制度歷史久遠，惟在中醫醫療服務團隊，專業藥事人員參與中藥

領域人數仍與其執業西醫藥團隊比例懸殊；為發揮中藥藥事服務人員之專業角色與獨立功能，及中藥製造產

業、中草藥研發領域，也需專心職志之中藥人才投入，本部規劃建立中藥師制度，讓有志從事中藥相關業務人

員，可以循「教、考、訓、用」制度培養產生，進一步強化中醫藥服務團隊之合作分工，提升中醫藥服務品質

與促進中醫藥整體發展。針對外界部分異議與訴求，本部感謝各界意見，並就近日蒐集之意見說明如下：

(一)藥師是否應分為中藥師與西藥師

隨著時代科技環境之轉變，許多行職業分工日趨專業精細，由原有之專業體系再細分為新興專業學門，

不乏少見。實務現況可見多年來，中藥臨床藥事專業人員投入量少，中藥專業水準難以提升；中藥材管

理人員也因工作條件不佳，中藥材辨識、炮製與原料管理人才面臨斷層。

本部所規劃之中藥師制度，並未剝奪現有藥師之工作權。未來如完成中藥師立法，之前依藥事法規定修

習中藥學分者，仍可繼續從事中藥服務。

不管是熟悉西藥的藥師或專精中藥之中藥師，本部強調：這二類人員仍應有共同之基礎學程教育，瞭解

現代化的中西藥知識。不管是否分系分流教育，彼此應合作、尊重各自主修專業，並與醫師或中醫師協

力，互相諮詢共同合作照顧病人，方為正辦。

(二)現有藥師人力是否已足夠社會需求

近年來，對於藥師人力推估研究，忽略了中藥藥事服務人力需求，以致於整體藥事人力是否符合我國中

西醫療體系之需要，應有待再詳細評估。本部認為，我國醫事專門職業人力培育已進入高等教育體制多

年，該等人員投入職場後，也僅能專心於單一科別（領域）進階培訓發展，本部鼓勵中西醫合作，開創

現代化中西醫合治照護模式，也思考推動藥學體系專業化分流，期待能有各自專精於西藥與中藥之藥師

參與，與西醫師、中醫師合作照顧病人。

(三)修正藥事法，回歸專業藥事人員制度

本部為解決過去對中藥販賣人員定位不明的困擾，並建立符合法制之中藥材販賣業者管理制度，健全中

藥藥事服務團隊的專業分工，業已擬具「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修正草案目前已於立法院審議

中。本修正案旨在建立中藥材販賣業者管理制度，透過技能檢定考試合格的中藥材管理人員駐店管理，

協同中醫師、專業藥事人員及中藥商等共同參與，提供中藥材買賣與管理、中藥製劑的批發、客製化調

配自用需求的丸散膏丹及煎藥等服務。且此類人員須經過嚴謹的專業知識與技藝技能檢定，除了取得資

格受肯定外，並且還須持續接受繼續教育，維持其專業服務知能。絕非無條件的發照。

中藥用藥的服務，除了須具備傳統中醫藥知識基礎外，其實也需要對於中藥材的鑑別、炮製與中藥材使

用，有長期的實務訓練經驗者加入中藥服務團隊。本部期盼，未來我國對於中藥的管理，自生產、藥材炮製整

備、藥品製造、臨床服務面，都能有不同技術專業人員共同分工合作，如此對民眾的醫藥照顧才是更周全。

台北區中藥師制度、優質中藥材及健保
業務說明會通告(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另專函通知診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

協辦單位／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會

                  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中醫師公會

日　　期／104年11月15日(星期日)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10樓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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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期/第 4 版登革熱簡介

傳播方式：
臺灣主要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為埃及斑蚊（Aedesaegypti）及白線斑蚊（Aedesalbopictus），這些蚊子的特徵

都是身體是黑色的，腳上有白斑。其中埃及斑蚊的胸部兩側具有一對似七弦琴的縱線及中間一對黃色的縱線，

喜歡棲息於室內的人工容器，或是人為所造成積水的地方；白線斑蚊則是中胸楯板部位中間，有一條白色且明

顯的縱紋，並比較喜歡棲息於室外。一天叮咬人的高峰期約在日出後的1-2小時及日落前的2-3小時，此時到戶

外活動請做好自我保護措施。

潛 伏 期 ：典型登革熱的潛伏期約為3至8天(最長可達14天)。

病人發病前一天至發病後5天的這段期間，稱為「可感染期」，或稱為「病毒血症期」，如果感染者在這個時

期被斑蚊叮咬，那麼這隻斑蚊將感染登革病毒，病毒在蚊子體內經過8-12天的增殖，這隻斑蚊就具有終生傳染

病毒的能力，當牠再叮咬其他人時，就會把體內的登革病毒傳染給另一個人。

發病症狀：
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有些人感染登革熱時，症狀輕微，甚至不會出現生病症狀。而典型登革熱的症狀則是

會有突發性的高燒（≧38℃），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及出疹等現象；然而，若是先後感染不同

型別之登革病毒，有更高機率導致較嚴重的臨床症狀，如果沒有及時就醫或治療，死亡率可以高達20%以上

，所以民眾千萬不能掉以輕心！發病後的第3~5天，若病情突然加劇，如發生劇烈疼痛、抽搐、昏迷、意識

狀況及血壓改變等，須注意是否進展為登革熱重症。 

 

預防方法：
登革熱是一種「社區病」、「環境病」，且病媒蚊對於叮咬對象並無選擇性，一旦有登革病毒進入社區，且生

活周圍有病媒蚊孳生源的環境，就有登革熱流行的可能性，所以民眾平時應做好病媒蚊孳生源的清除工作。此

外，民眾平時也應提高警覺，了解登革熱的症狀，除了發病時可及早就醫、早期診斷且適當治療，亦應同時避

免再被病媒蚊叮咬，以減少登革病毒再傳播的可能。

一般民眾的居家預防：

家中應該裝設紗窗、紗門；睡覺時最好掛蚊帳，避免蚊蟲叮咬清除不需要的容器，把暫時不用的花瓶、容器等

倒放。家中的陰暗處或是地下室應定期巡檢，可使用捕蚊燈。家中的花瓶和盛水的容器必須每週清洗一次，清

洗時要記得刷洗內壁。放在戶外的廢棄輪胎、積水容器等物品馬上清除，沒辦法處理的請清潔隊運走。平日至

市場或公園等戶外環境，宜著淡色長袖衣物，並在皮膚裸露處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的防蚊藥劑。

治療方法與就醫資訊：
由於目前沒有特效藥物可治療登革熱，所以感染登革熱的患者，一定要聽從醫師的囑咐，多休息、多喝水、適時

服用退燒藥，通常在感染後兩週左右可自行痊癒。此外，對於登革熱重症病患應安排住院，適時的介入措施，提

供完整嚴密及持續的照護，可將死亡率從20%以上降到1%以下。

登革熱簡介與預防
登革熱（Dengue fever），是一種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這種病毒會經由蚊子傳播給人類。並

且依據不同的血清型病毒，分為Ⅰ、Ⅱ、Ⅲ、Ⅳ四種型別，而每一型都具有能感染致病的能力。

臨床上重複感染不同型登革病毒，可引起宿主不同程度的反應，從輕微或不明顯的症狀，到發燒、出疹的

典型登革熱，或出現嗜睡、躁動不安、肝臟腫大等警示徵象，甚至可能導致嚴重出血或嚴重器官損傷的登革熱

重症。

全球登革熱的好發地區，主要集中在熱帶、亞熱帶等有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分布的國家，但隨著全球化發

展逐漸便利，各國之間相互流通及往返也趨於頻繁，自1980年代之後，登革熱也開始有向各國蔓延的趨勢，

也逐漸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了。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像這樣有點熱、又有點溼的環境，正是蚊子最喜歡

的生長環境，所以如果稍微不注意，很容易就會成為登革熱流行的地區。

資料來源：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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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614大崙頭尾山

1040913北北桃聯誼賽

1040720台北區比賽曹主委致詞

參與台灣養生保健嘉年華表演 前後任社長交接儀式
參與中醫休閒日活動表演

1031207羽球社交接儀式

1040719紗帽山-橫嶺古道

11040913北北桃比賽活動合影

會後優勝者與評選老師合影
 104年台北區歌唱比賽

1040417 世
界清晨羽球盃義診

1040913北北桃聯誼賽

1031207羽球社社員活動

1040816前山公園(七星公園)

每月第一週日 下午2~5時 定期活動

每月第四週日 下午13 : 00 定期活動

每月第四週日 上午10 : 00 定期活動

每月第三週日 上午08 : 30開始 定期活動

每月第二週二 上午06 : 00 定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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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委 林源泉常務理事

近年來養生膏方課程蔚為風潮，尤其阿膠經過大陸「甄環傳」的宣傳後更是火紅，然而阿膠種類繁多，

品質參差不齊，因緣際會在山東東阿膠廠的協助下安排了此次的參訪，由本人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國際交流委

員會主委及常務理事身分帶領，與黃庭醫學會合辦，一行約三十餘人前往山東東阿阿鎮參訪。

東阿之名，自秦滅六國後定名。（《東阿舊縣志》：東阿名縣始於秦。）依春秋地理，其位置位在齊魯

交界，即今之平陰縣東阿鎮。關於阿井，為濟水所注，東源泰山、西匯太行，神化附麗，尤以此水熬膠補益

效最高，得譽「貢膠」。自古以來，山東因義薄雲天與「登泰山小天下」聞名；近來，東阿阿膠又因「甄環

傳」而家喻戶曉。中華傳統歷來就是一個吃補的民族，而山東的吃補的習俗就是吃「膠」，於是從養驢到製

膠的過程、莫不屬山東首善。

數千年來由於黃河水氾、河道遷徙、古井淤塞，成就「阿膠」的古井雖已不復存，然而如今製膠用的狼

溪河水仍然與阿井水有一樣著獨特的水質，包括鈣、鉀、鎂、鍶等微量元素，水質比重達1.0038，在提沫

的工序中，膠中的雜質（驢皮中的真皮層才是熬膠欲取的膠原蛋白主要皮層，表皮層和皮下層的角質成份是

欲濾除的雜質）與金屬離子結合成比重較小的化合物、浮而略去，於是能達到精煉提純之目的。

夜宿聊城
第一日下榻的飯店即是位於聊城市阿爾卡迪亞國際溫泉酒店。東阿鎮是雖是東阿阿膠廠的重要基地，但

因地處偏鄉，故宿於聊城，而主要參觀活動皆在聊城市東阿縣。山東地廣，當地人說一會兒到，其實也是三

刻鐘的時間。距離我們隔日要參觀的養驢場，大約也是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參觀驢場
第二日參觀當地其中一個養驢場，但單一個小場就已經讓我們一行人走到腿軟，驢子在山東完全是一個

高經濟價值的動物，故有「養頭驢就是一個小銀行」的口號。從驢皮到驢肉、驢奶、驢鞭，身上無一處不能

變現。區內的品種以烏驢與三粉驢為主。驢種有用於肉驢與役使者。三粉驢與烏驢是二者得兼的優良品種。

為達到良好的生育率，一律採用人工授精培育，再由母驢哺乳照顧小驢，然而成年公驢好鬥只能隔柵，僅有

母驢可以團體共養。連續兩日的午晚餐都是在阿膠藥廠的招待所安排，見識到傳說中的天龍八部（驢的八個

不同部位），第一次嚐到驢肉，是像牛肉卻又比牛肉軟嫩的口感。師傅手藝精湛，從紅燒、酥炸、滷、烤都

有，像是吃了二天的驢滿漢全席。

抵達山東-餐敘 第二天 黑驢養殖中心-1

參訪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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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黑驢養殖中心-2

第四天 山東省中醫院-1

第二天 阿膠博物館

第四天-山東省中醫院-2

第二天 東阿阿膠藥廠座談會

第四天 山東省中醫院-3

參訪阿膠博物館與專家座談
將離開東阿縣的下午，參訪了阿膠博物館與東阿阿膠工廠，對於廠的規模與東阿阿膠廠對品質的要求與

行銷細膩度令人印象深刻。接下來與副總裁、品管博士、驢廠廠管及研究員等進行交流。我們想了解製膠過

程與如何消除腥羶氣味、還有黑驢與三粉驢熬膠補益成份的差異，雖然由於商業機密無法窺得全貌，東阿阿

膠廠卻對台灣中醫師的嚴謹留下深刻的印象。目前山東有四大製膠之廠，一、福膠集團。二、協裕阿膠。

三、宏濟堂阿膠。四、東膠集團，而東膠（東阿阿膠）於1950年初成立，是第一家國營阿膠廠。在製膠製

程亦研發出洗皮機、蒸球化皮機等特殊技術，確保阿膠的精緻品質。值得一提的，在所有自動化的過程，唯

一保留人工的部份是製膠的最後一道：擦膠。此工序非嫻熟女子不用。膠之細緻，在女子纖纖玉手中成就最

後一道工序，也是東阿阿膠成品之浪漫吧!

第三日早餐後，前往山東省會濟南，南臨儒家文化創始人孔子故里曲阜，東連瓷都淄博，西瀕黃河的

《泰安》。“山城相依，山城一體”，遊覽「東嶽泰山」，搭乘纜車上山至古稱天門關的南天門，漫步於

殿宇毗連，雲霧繚繞的天街，是中國十大特色市場之一。位於碧霞祠北的玉皇頂，為泰山至高點，海拔

１５３２.７米，又稱“天柱峰”，因主峰頂建有玉皇廟而得名，感受古代君王觀看天下的氣勢。

第四日參觀山東省立醫院
早上參觀完大明湖的湖畔美景後，下午驅車前往山東省立醫院，醫院位於濟南市中心，分科詳盡且診務

量大，除了傳統的針灸治療、薰蒸、推拿之外，還看到對整個脊椎系統治療的隔薑灸、隔鹽灸；此外中西醫

的合作治療更是值得參考學習，值得一提的是「周圍血管研究中心」，運用薰蒸及外敷或塗抹自製中藥，就

能有效提升糖尿病傷口的癒合率，增加末梢血管生成與減少截肢的機率，療效超越西醫。藥局裡水煎藥材的

品管與小分包以利調劑，都值得我們參考，在參訪後的交流，我也代表公會特別邀請院方，希望明年能組團

來台參加國醫節，進行學術交流。

這次參訪看到東阿阿膠積極拓展中醫藥養生及相關旅遊產業，建立以阿膠生物科技園、東阿阿膠城、東

阿黑毛驢繁育中心相呼應的「三園一體」的中醫藥旅遊文化園區，產值可達百億台幣，讓民眾從養生體驗活

動中更了解中醫藥文化的瑰寶。在全中國更有超過20個養驢場，從原料、養殖、產生到煉製，整個一貫作

業，廠房規模遠比台灣GMP廠更高，令人嘆為觀止，相對台灣中醫的發展，從產業規模到政府的配套都沒有

中國這樣的條件，實在很難讓中醫嶄露頭角，當中國及韓國積極推廣中醫藥產業的同時，我們真的希望政府

也能重視台灣的中醫藥產業，讓中醫未來的發展能更好。雖然短短五天的行程感覺真不過癮，多希望能再多

看幾家阿膠廠與醫院更深入的交流，山東民風純樸豪邁，擁有山水美景與清新空氣，人口及面積都幾乎是台

灣的四倍，非常值得來走一回，希望日後還有機會再安排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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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市長參觀世大運選手村醫療服務

文/國際交流委員會副主委 鄭鴻強理事

韓國光州，應該很多人沒有去過，甚至聽都沒有聽過，他是華僑老歌星姜育恆的出生地，也是韓國民主

化的發源地，話說回來到目前為止唯一訪問過台灣的韓國總統只有一個人，就是現任南韓總統朴槿惠的父親

朴正熙，朴正熙是軍人出身當了韓國總統12年也帶給韓國自韓戰後快速的經濟發展，但是因為高壓統治南

韓也樹立不少敵人，自已最後也命絕於手下的槍下，1980年後開始民主化，但是又被軍人出身的全斗煥、

盧泰愚搞軍事政變，其中反對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光州，最後是被坦克武裝特殊部隊血腥鎮壓要求民主化的光

州市民，這就是所謂的5.18光州事件，後來2位總統都被關，最終司法清算而得到了歷史正義，並平反光州

市民為全韓國人民所付出的犧牲也繼續傳承518精神（守護民主、人權與和平）。

韓國中醫(韓醫)也面臨與台灣中醫相同的問題，就是整體利用率一直下滑，西醫的不信任(比台灣還嚴

重)，藥品價格上揚，藥品的安全性問題，他們的解決方式就是增加韓醫的曝光率及向下(國下及幼稚園)的

紮根式教育，所以在每次的教育部教科書改編，韓醫師會組成專門委員會努力積極爭取，增加媒體曝光率，

最好的方法就是參加大型運動會建立韓醫的口碑，所以今年已經是第3次韓醫參加國際性選手村醫療服務

(2013大邱世界田徑賽，2014仁川亞運)。

今年的光州夏季世大運的主題是(light up tomorrow)(創作未來的光)自07/03~07/14共12天有170多

個國家，2萬多選手參加21種類運動項目，這次選手村韓醫醫療服務由光州韓醫師會為主軸(規劃，訓練，

廣告，招募自願醫師，志工)，韓醫全聯會經費及技術支援，各醫學會提供授課老師等等的分工下，一年前

開始積極準備，按照時程開課訓練醫師，教育醫師，篩選醫師，由原本100多個自願醫師，篩選到45位(年

輕，積極，配合度高，外語能力強)，因為有些國家早到或晚退所以選手村韓醫醫療服務在6/26開始到7/17

提供了22天的醫療服務，有快50多國500多名選手(男:312，女:220)利用，總服務人次為1079人次，其中

運動選手佔44% ，各國工作人員(裁判，技術委員，隊職員)24%，韓國當地工作人員18%，志工7%，看最

多病變為以骨關節問題最多，第2是肌肉問題，韌帶問題等等。

在提供醫療服務時有幾點要注意

1. 嚴禁使用個人醫療物品，一律用大會本部提供的物品。

2. 以針刺、推拿、拔罐、肌內效貼布為主。

3. 不開藥物、不刺落放血、不灸療。

4. 針越細越好，拔罐越輕越好，盡量不在選手身上留痕跡。

5. 因為某些宗教因素男病人和女病患要絕對分開治療。

2015 韓國光州世界大學運動大會

選手村韓醫醫療服務考察後記

總結：這次感謝首爾市韓醫師會的大力幫忙及聯繫使這次考察

順利進行， 他們一直提醒我們，越早準備越好(一定要有中醫師參

加籌備委員會一員)，每次開會都要參加並一定要發聲(讓大會知道

我們是認真的)，9個醫療科目只有一位公務員處理後勤補給，早期

要什麼給什麼~~晚期什麼都不給(因為自己都忙昏了)，所以東西要

一次到位包含護理人員，剛開始答應3位中醫師配1位護理師，確定

版2位中醫師沒有配護理師(自家診所的護理師來義務幫忙)，空間

越大越好(原本12床)最後8床(男4女4)，比較落後國家使用率都很

高(先進國家自已帶隊醫)，最後就是經費問題，韓醫全國全聯會補

助了60%，其他40%自已想辦法(廠商贊助，募款)，其中花費最多的品項是餐費和來訪貴賓紀念品。

最後就如韓國所講這是一個宣揚中醫的大好機會(總共報章報導超過100多篇，電視報導超過30多次)在

這12天世大運期間韓醫醫療服務外國選手的照片，每天密集免費電視撥放給韓國民眾看，對他們民眾造成

一個正面示範，也做了一個最好的免費廣告。

鄭鴻強理事(右4)考察韓醫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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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 呂文智常務理事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年度自強活動於八月二日舉辦宜蘭采風之旅，晨曦中247人分乘六部遊覽車，浩蕩直奔

宜蘭頭城烏石港，心情雀躍搭上遊船，朝龜山島前進，賞鯨豚之旅揭開序幕。

碧海藍天，風平浪靜，海風拂面涼爽，海上點點粼光閃爍，偶見飛魚跳躍，神奇有趣。龜山島海域最常見

的海豚有： 短吻飛旋海豚、長吻飛旋海豚、瑞氏海豚、瓶鼻海豚、真海豚、熱帶斑海豚、弗氏海豚。龜山島

海域最常見的鯨魚有： 偽虎鯨、小虎鯨、虎鯨、小抹香鯨、抹香鯨、領航鯨，真希望今天能一一目睹。在前

導船聯繫指揮下追蹤到瓶鼻海豚群，所有遊船加足馬力前往，牠們活潑調皮在海面跳躍，大伙兒興奮地驚呼連

連，歡笑聲、尖叫聲此起彼落，照相、攝影各展長才，留下最美好的一刻。

回程中在專業導遊的解說下，瞭解活火山龜山島風貌，龜山島位於宜蘭縣頭城鎮東方12公里的海面上，

面積約2.9平方公里，以外貌酷似海龜而得名，因特殊地質有:龜山朝日、龜島璜煙、眼鏡洞、鐘乳石觀奇、龜

卵觀奇、龜岩巉壁、神龜戴帽、靈龜擺尾等奇特八景，這次雖未登島，船隊環島一周！觀賞龜山島外貌，巉岩

峭壁陡崖，龜首磺煙裊裊，龜尾碉堡堅固，山脈綠意盎然，壯觀的401高地，在專業導遊一一敘述，彷如身歷

其境，悠然自得，就在談笑中結束賞鯨之旅。

驅車至頭城休閒農場，已備妥豐盛午餐，雞鴨魚肉，現採時蔬，多達二三十道菜色，當季水果，飲料咖

啡，還有芋頭米粉湯、餛飩擔仔麵、虱目魚丸湯、綠豆、紅豆、湯圓、愛玉、米苔目、粉圓、剉冰……任君選

擇，隨時取用，大人小孩吃得不亦樂乎。飽餐之餘，園區導覽，散步走走，照完團體照後，分組進行，農場內

有魚池供垂釣，水稻體驗區，復古土牆厝，看到紅眠床，牆上掛著訂婚結婚的七字吉祥詞句， 「新娘生做很

幼秀，新郎歡喜橪嘴鬚：天賜良緣難得求，兩姓合婚配千秋。」……也看到石磨，動手體驗磨米漿的樂趣，下

午茶吃Q Q的鼎邊銼，感覺比基隆夜市好吃，綠豆米苔目剉冰消暑解熱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聊天歡笑聲不絕

於耳。接著參觀可愛動物區，鴨、鵝、羊、豬、水牛，小朋友開心地餵草，興奮不已，也看到很多花、草、果

樹，導覽員認真地解說，陣風吹來好不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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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來到葉拓教學區DIY時間，每人先做一瓶金桔醋，用農場洗淨擦乾的金桔，和自釀天然糯米醋加砂

糖，搖到砂糖融化後，包裝好身價一百元立馬變四百五十元。接著做葉拓教學，自由選擇印在T恤或環保袋

上，發現每個人的創意無限，各有色彩圖樣，我個人覺得名譽理事長陳潮宗葉拓的T恤，彷若蝴蝶輕舞，神氣

活現，實為佳作。

吃完點心後，不捨離開農場，趕赴基隆港海產樓餐廳晚宴，宴席菜色新鮮，特色豐盛佳餚，基隆市中醫師

公會提供啤酒無限暢飲，並舉辦6-8月生日壽星共35位慶生趴，合唱生日快樂歌，由李益芳道長和曹永昌理事

長代表切蛋糕，分享大家，席間和樂融融，碗盤聲與歡笑聲交互樂章，好不悅耳。歡樂之餘，感恩大家熱情參

與，感謝中午時宜蘭縣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謝仲倫、理事林衍志代表劉德才理事長蒞臨農場致意，晚宴時基隆

林月慎理事長，及名譽理事長白明鈿、黃期田賢伉儷、甘清良、林朝城蒞會與本會會員交流聯誼同歡。感謝宜

蘭及基隆兩個公會熱情贊助及接待，也感謝順天堂、港香蘭藥廠出錢出力的協助，更感謝全龍旅行社吳人熙經

理和全體導遊司機們，給我們平安快樂的一天及美好的回憶，大家相約明年再見。

公會創會65週年向65歲以上中醫長者致敬

2015年資深中醫聯誼餐會
時間：11月29日(星期日) 下午5:30-8:30 (5:00開始入席)
地點：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38號‧台北凱撒大飯店3樓希爾頓廳
主題：敬老尊賢．經驗傳承．光大中醫
對象：敬邀本會65歲以上的資深中醫師(可攜伴一位出席)，
           邀請卡專函將於10月30日起寄交每一位資深中醫師。

活動程序：17 : 00~17 : 20 入席
                  17 : 20~18 : 00 歌唱聯誼
                  18 : 00~18 : 40 環遊世界各國趣譚
                                           主講：翁福乾醫師
                                           ．百安堂仁心中醫診所院長
                                           ．遊歷192國家及地區的旅行家
                 18 : 40~19 : 00 理事長致詞、表揚資深中醫
                 19 : 00~20 : 20 餐敘聯歡
                 20 : 20~20 : 30 賦歸．致贈紀念品

公會舉辦北台灣自強活動，會員與眷屬於宜蘭頭城農場熱烈參與DIY製作金桔醋及葉拓T恤或環保袋。

宜蘭縣理監事代表到場歡迎本會理監事及會員 (左圖) 公會於晚餐時為7、8、9月會員壽星慶生(中圖)本會曹理事長致贈基
隆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紀念品(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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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文／中醫師 鄭宏足

摘要

《康平本傷寒論》及《宋本傷寒論》皆提到：『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

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究竟是桂枝湯去桂？或去芍？或者都不去？歷代醫家爭

議多端，令後學徒生疑竇，進而阻礙了對經方的理解與運用，殊為可惜。

本文將先從歷代醫家如何解讀談起，再對照筆者的認知與體會，彼此相參；採用「以經解經」的方式，交

互引用傷寒條文，讓經典自己來詮解自己，以期貼近仲師原意，而不致有夸父射日，穿鑿附會之憾。

關鍵詞：傷寒論、桂枝湯、桂枝、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本文

一、桂枝湯去桂枝加茯苓、白朮：

徐大椿《傷寒類方》：『頭痛、發熱，桂枝証仍在也，以其無汗，則不宜更用桂枝。心下滿，則用白朮。

小便不利，則用茯苓。此証乃亡津液而有停飲者也。凡方中有加減法，皆佐使之藥，若去其君藥，則另立方

名；今去桂枝，而仍以桂枝為名，所不可解！殆以此方雖去桂枝而意仍不離乎桂枝也。』

柯琴《傷寒來蘇集》：『汗出不徹而遂下之，心下之水氣凝結，故反無汗而外不解，心下滿而微痛也。然

病根在心下，而病機在膀胱。若小便利，病為在表，仍當發汗；如小便不利，病為在裏，是太陽之腑病，而非

桂枝証未罷也。故去桂枝而君以苓朮，則薑芍為散邪行水之法。佐甘棗效培土制水之攻，此水結中焦，只可利

而不可散。』

台灣醫家田安然《傷寒論義理探要》：『服桂枝湯後，仍有「頭項強痛，翕翕發熱」，說明了在服用桂枝

湯之前即有是症，但亦有「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之症，知除有表証之外，亦有邪在裏的情形，故用桂枝湯

無效，用下法亦無效，知其非陽邪在裏，而是營陰鬱滯於裏，故以芍藥之苦平入心推動營陰之鬱滯。本條文說

明了除有表證，亦有陰邪在裏造成水停的情形，故以桂枝湯解表（因陰邪偏重，表邪較少，故去桂枝），更以

茯苓、白朮健脾利濕去水邪，諸藥共用以奏表裡共治之功。『根據《神農本草經》對芍藥的說法，……其性味

苦平可入心推動營陰鬱滯，陰邪自除，可見本條文當以去桂枝為是。』

二、桂枝湯去芍藥加茯苓、白朮：

吳謙《御纂醫宗金鑑•卷二》：『按：去桂當是去芍藥。此方去桂，將何以治仍頭項强痛發熱無汗之表

乎？細玩服此湯曰：「餘依桂枝湯法煎服」。其意自見「服桂枝湯已，溫覆令一時許，通身强强微似有汗」，

此服桂枝湯法也。若去桂，則是芍藥甘草茯苓白朮，並無辛甘走榮衛之品，而曰「餘依桂枝湯法」無所謂也。

且論中有脈促、胸滿、汗出、惡寒之證，用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去芍藥者為胸滿也。此條證雖稍異，而

其滿則同為去芍藥可知矣。』

陸淵雷《傷寒論今釋》：『此條去桂之義，前賢辯論甚繁，不能備引。綜而觀之，桂之不當去，諸家無異

詞；此外，有以去桂為去芍藥之誤者，金鑑及小吉益氏等是也；有以心下滿微痛為停飲水氣者，成氏及小吉益

氏等是也。今考仲景方，苓朮並用者，多為逐水之劑，則心下滿微痛，為水飲無疑。凡逐水諸方，及汗吐下諸

方之駿快者，皆不用芍藥，則芍藥之當去無疑。逐水方多用桂枝，況有頭項強痛，翕翕發熱之表證，則桂枝之

不當去亦無疑。由是言之，此條之證，蓋其人素有水飲，因卒病太陽而引起宿疾，水停中焦，致令心下滿微痛

也。治之以桂枝去芍藥加茯苓白朮湯者，蓋臨時禦變，與喘家加厚朴、杏子同意。』

三、桂枝湯（皆不去）加茯苓、白朮：

成無己《傷寒論注釋•卷二》：『頭項強痛，翕翕發熱，雖經汗下，為邪氣仍在表也。心下滿微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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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者，則欲成結胸。今外証未罷，無汗，小便不利，則心下滿微痛，為停飲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茯苓、

白朮，利小便、行留飲。』《傷寒明理論卷一•無汗第十》：『其水飲內畜而無汗者，為水飲散而為津液，津

液布滲而為汗；既水飲內畜而不行，則津液不足而無汗。經所謂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强痛，翕翕發熱無

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强湯主之，是津液內滲而無汗者也。』

鄭欽安《傷寒恆論》：『按此條雖云服桂枝湯，或下之，而仍頭痛、項強，翕翕發熱，無汗，是邪尚在表

而未解，仍宜發表為是。至于心下滿而痛，小便不利，是太陽之氣不從小便而下趨，逆從於上而為心下滿痛，

何也？太陽之氣，是由下而上至胸腹也。今既心下痛而小便不利，理應以五苓散方施之，化太陽之氣，俾邪從

下解，此方去桂枝加白朮、茯苓，亦是五苓之意，以予拙見，桂枝似不宜去。』

四、筆者的體悟：

此患者原本就存在著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等症狀，某些醫者認為類似太陽

病表症，故用桂枝湯解表；某些醫者認為是外邪內陷心下，導致裡有鬱熱，影響脾主運化水榖精微功能，如諸

瀉心湯症，故用苦寒藥下之。但是，無論是用桂枝湯，或是用下法，治療後這些症狀仍未獲改善。

仲景認為，既然已用桂枝溫通表衛，開闔功能仍未改善，可能是另有水濕阻滯了表衛，是故翕翕發熱、無

汗；水濕也可能阻滯了脾氣，無法運化水榖精微及水液，是故心下滿痛、小便不利。既然是水濕阻滯，理當再

加茯苓、白朮，助脾運化水道，濕氣自除，諸症皆除，效如浮鼓。

但是，為何要去桂呢？桂枝性味辛溫，除了溫通受阻滯的衛氣外，還能將在裡的營衛之氣，向上向外宣

散出去，使表衛之氣充足，但是相對的造成裡的營衛之氣不足。如《傷寒論》所云：『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

湯，方如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可知若裡氣充足，其氣上衝，則可用桂枝；若裡氣不足，氣不上

衝，則不用桂枝。此處既已用桂枝，卻未能發揮溫通的效果，表衛及心下被水濕阻滯的情形依然存在；若此時

再繼續使用桂枝，反而會讓在裡的營衛之氣更不足，造成脾氣不足以化水濕。

至於芍藥當不當去呢？因為水濕阻滯營血，營血鬱滯化熱，故心下滿痛，故保留芍藥以破陰凝、佈陽和。

也保留生薑，在體內溫散水濕。保留大棗，補充營血。保留炙甘草，補充脾氣以運化水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才是仲景原方用藥。臨床醫師治療疾病，在處方用藥

前，一定要有完整的辨證思路，患者回診時才能有所依據，得以分析與檢討。而讀《傷寒》，必須前後反覆比

較，在症狀的相同處，求得用藥的一致性；在症狀的不同處，探索用藥的加減之妙；在用與不用之間，觀察症

狀的表現差異；在劑量大小之間，審度體內正邪的進退。如此，方能不愧仲師所留之鉅著。

參考文獻：

傷寒論、傷寒類方、傷寒論今釋、傷寒論義理探要、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釋、傷寒恆論

鄭宏足醫師讀書會導讀 傷寒論讀書會中醫師熱烈參與 讀書會課程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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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資深中醫水煎藥臨床應用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 上課時間：星期日14:00-17:30

日期 主  題 主        講 上課地點

10/4 如何開立水藥暨經營技巧
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林源泉醫師
永昌漢方中醫診所院長             ／鄭秋霞醫師

YMCA城中會館201廳
(台北市許昌街19號2樓)

11/22 水煎藥臨床應用心得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副教授

劉紀昌中醫診所院長                ／劉紀昌教授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

12/27 水煎藥在內科疾病的應用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臨床教授

丘氏中醫診所院長                   ／丘應生教授

1/10
水煎藥在肝膽系統疾病的
應用

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理事長    ／黃碧松教授

1/24
水煎藥在婦科接受人工試
管的應用

台灣中醫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婦科主任 ／賴榮年教授
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說明：全程5堂報名費4,000元，單堂1,000元。積分費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20點)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劃撥單請註記課程名稱】洽詢電話：
(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網址 : http : //www.tpcma.org.tw

中醫臨床常用科學中藥，其特色為病患服用方便，健保有給付。惟不如水煎藥在臨床可依症狀加減

味、劑量及炮製，且對重症、特殊疾病療效迅速，本會為提升中醫師水煎藥臨床處方用藥技巧。繼第

一期後加開臨床應用課程，邀請資深中醫師講授用藥及經營技巧，開拓自費藍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傷寒論》讀書會
《郝萬山傷寒論講稿》、《傷寒論選讀》、《郝萬山傷寒論》等書讀書心得暨臨床應用

2015台灣傷寒經方名家特別講座
六經常見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本系列講座特別敦請：長期致力傷寒論經方研究、臨床與教學五位經方名家現身說法。每場透過精闢

的方證條文講解(一小時)與臨床心得分享 (一小時) 與中醫同道分享，期望本系列論壇，可以帶動台灣

的傷寒學術研究交流風氣，推廣經方及臨床治療，嘉惠病患。

主辦：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間：9月20日起每月第三週日下午13:30~18:00

說明：報名費4,000元，單堂1,200元。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每堂5點，全程可申請20點) 

主  講  人：鄭宏足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所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前台北市立中醫醫院中醫兒科主任

時        間：9月3日起每月第一週星期四上午10:00-12:00 (共10堂)

地        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說      明：報名費會員4,000元，外縣市會員5,000元。
              (每堂積分2點申請費用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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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電話：(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中藥外用製劑應用及製作研習會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地點：台北市公園路15-2號．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A課程 (上課人數限制60位)   日期：2015.10.25 (星期日)

時 段 授 課 內 容

09:00~10:10 軟膏製作基本知識簡報

10:20~11:00 軟膏基劑製作方法簡報

11:20~12:30 實地操作：金瘡乳膏基劑製作方法 / 親水性基劑製作方法 / PEG基劑製作方法

13:30~14:30 抗黴類製劑製作簡報：（大蒜乳膏、硫磺乳膏、硫磺軟膏、蓖麻子酊）

15:10~16:10
抗黴類製劑製作簡報：（羊蹄軟膏、鮮羊蹄酊、羊蹄根散、抗黴栓劑）

抗菌及抗病毒類軟膏製作簡報：（三黃乳膏、三黃軟膏、蘆薈乳膏、丁香軟膏、連柏栓劑）

16:20~17:00
實地操作：硫磺乳膏製作方法操作 / 硫磺軟膏製作方法操作 / 爐甘石軟膏製作方法操作

                 抗黴栓劑製作方法操作 

B課程 (上課人數限制60位)   日期：2015.11.29(星期日)

09:00~10:10
傷口類軟膏製作簡報：
（金瘡三黃膏、生肌玉紅膏、金瘡紫雲膏、金瘡血竭膏、金瘡五倍膏、金瘡牡丹膏）

10:20~11:30
皮膚炎及濕疹類製劑製作簡報：（黃柏乳膏、黃柏軟膏、黃芩乳膏、丹皮酚乳膏、紫草乳膏、

青黛軟膏、顛倒乳膏、五倍子膏、甘草安膚乳液、黃柏痱子膏、白鮮皮乳膏）

11:40~12:30 實地操作：金瘡黃柏膏製作方法操作/天然梅片純化方法操作/連柏栓劑製作方法操作

13:30~15:00
扭挫酸痛：（舒筋膏、黃玉消腫膏、白玉止痛膏、琥珀行血膏、紅玉溫經膏）

耳鼻喉科類及其他類軟膏製作：（冰片滴耳劑、黃柏滴耳劑、神效噴喉散、青黛口內膏、當歸 

潤膚膏、苦茶乳膏、苦茶 護唇膏、當歸苦茶油膏、消痔軟膏、消瘤軟膏、六神膏）

15:20~17:00 實地操作：青黛純化製作方法操作/青黛軟膏製作方法操作/黃柏疿子膏製作方法操作

C課程 (上課人數限制120位)   日期：2015.12.13 (星期日)

14:00~15:00 軟膏製作基本知識/軟膏基劑製作方法/金瘡乳膏基劑製作方法/金瘡三黃膏製作方法

15:10~16:10
抗黴類製劑製作簡報：（大蒜乳膏、硫磺乳膏、硫磺軟膏、蓖麻子酊、羊蹄軟膏、抗黴栓劑）

抗菌及抗病毒類軟膏製作簡報：（三黃乳膏、三黃軟膏、蘆薈乳膏、丁香軟膏、連柏栓劑）

16:20~17:30

傷口類軟膏製作簡報：
（金瘡三黃膏、生肌玉紅膏、金瘡紫雲膏、金瘡血竭膏、金瘡五倍膏、金瘡牡丹膏）

皮膚炎及濕疹類製劑製作簡報：
（黃柏乳膏、黃柏軟膏、黃芩乳膏、丹皮酚乳膏、紫草乳膏、青黛軟膏、顛倒乳膏、五倍子膏、
甘草安膚乳液、黃柏痱子膏、白鮮皮乳膏） 

扭挫酸痛類軟膏製作簡報：（舒筋膏、黃玉消腫膏、白玉止痛膏、琥珀行血膏、紅玉溫經膏）

耳鼻喉科類及其他類軟膏製作簡報：（冰片滴耳劑、黃柏滴耳劑、神效噴喉散、青黛口內膏、

當歸潤膚膏、苦茶乳膏、苦茶護唇膏、當歸苦茶油膏、消痔軟膏、消瘤軟膏、六神膏）

報名辦法：‧A課程 (10/25) 報名費3000元，積分費800元‧B課程 (11/29)-報名費3000元，積分費800元
                      A+B課程10/15前繳費報名費4500元，積分費用另計。‧C課程 (12/13)-報名費1000元，積分費400元 
任選單一課程上課前30天報名費8折，上課前20天9折，人數額滿恕不接受報名。 ※報名熱烈，名額有限，請儘速報名　

劃撥請註記中藥外用製劑課程班別

講師／呂志宏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畢、醫學士、藥學士、藥學碩士

．碩士論文研究範圍:生藥學及中藥抗癌分子生物學機轉

．著作《中藥外用製劑便方》ISBN : 978-957-43-2346-3 A4彩色黑白混合印刷

   平裝190頁

．聖德慈善中醫診所負責醫師，從事中醫臨床工作超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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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台灣第3屆海峽兩岸中醫膏方學術論壇
時   間：2015年11月8日(星期日)上午09：00至下午05：20
地   點：台大景福館會議廳．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主   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式                               曹永昌理事長及來賓致詞

第一場主持人 楊賢鴻常務理事

09:10~10:30 中醫體質分型與調治
財團法人仁濟醫院中醫科主任
三軍總醫院中醫科前主任           ／林高士醫師

第二場主持人 林展弘監事長

10:30～12:30 膏方在重大疾病的調理應用
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後合作導師/腫瘤血液診療中心主任
北京東直門醫院大內科主任        ／陳信義教授

12:30～13:30 午  餐

第三場主持人 呂文智常務理事

13:30～15:00 膏方輔料的臨床應用
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副理事長       ／林源泉醫師

第四場主持人 黃建榮常務理事

15:10～16:50 中醫膏方特色與實務經驗 育揚中醫診所院長                   ／楊玉台醫師

16:50～17:20 膏方案例發表綜合討論

說明：報名費1,000元(9/30前報名優惠價800元，10/15前報名優惠價900元)，積分申請費800元  

         (教育積分8點) 劃撥請註記繳費11/8膏方論壇 

         ※ 連續3年(含今年)出席膏方論壇的中醫師，將由本會頒發研習結業證書。

北京陳信義教授膏方論壇特別講座
時 間：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午09：00至下午05：00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時　間 課 程 主 題

09:00-12:00 膏方治療血液疾病的臨床應用

14:00-17:00 膏方治療腫瘤疾病的臨床應用

講師介紹／陳信義教授
．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國家級重點學科“中醫內科學”學術帶頭人，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中醫內科血液病學科”帶頭人。

．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腫瘤血液診療中心主任、大內科主任

．主編《內科診療常規》、《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症治》、《中西醫結合血液病手冊》、《中醫
   臨床血液病學》、《常見血液病中醫診療範例》、編著《中醫腫瘤學》，主審《中醫血液病學》
   ；全國規劃教材《中西醫結合腫瘤學》、《中西醫結合內科學》副主編。

．擅長治療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再生障礙性貧血、難治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缺鐵性貧血、急
   性白血病、肺癌、肝癌等辨證施治有獨特見解，及臨床療效。

說明：報名費4,000元(10/31前繳費優惠價3,000元)，膏方論壇特別講座舊學員已參加過2年優惠價

2,000元，已參加過1年2,500元。申請中醫師教育積分8點(積分申請費800元)※報名費用含:

講義及午餐餐盒 ※劃撥繳費請註明11/9膏方特別講座

【特別講座謝絕旁聽，本會統一錄影，以維持教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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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27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1.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11版) 試題：請簡述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中保留芍藥之思路為何？

◎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等課程 2 點，以上通訊教育課程 6 年內不得過 36 點，請將要申請

     課程試題答案及中醫師姓名、身分證及中醫師證書字號於12月10日前回傳，傳真：(02)

     2314-8181或E-mail：tp.cma@msa.hinet.net。積分申請費200元，繳費請利用郵局劃撥

     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註記繳費類別) 服務電話：(02)2314-3456。

  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徵稿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 ISSN2311-1984，100年12月30日經財團法

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審定為：「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本雜

誌與TAO台灣學術線上，HyRead Journal台灣全文資料庫，AWARD台灣引

文資料庫，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等四大系統合作，歡迎中醫師及及

研究人員踴躍線上投稿。

一、中醫藥研究論叢書寫規範及審稿流程請上本會網頁參閱：

      論文類別：1. 原著論文(臨床研究)、2. 文獻回顧、3. 病例報告      

二、每卷第1期：於3月30日出刊，於前一年11月30日截稿。第2期：於9月30日出刊，於5月30

日截稿，惠稿請電傳E-mail:tp.cma@msa.hinet.net (請註記投稿「中醫藥研究論叢」)，服務

電話：02-23143456，公會網站 : http : //www.tpcma.org.tw。

慶祝第八十六屆國醫節第8屆台北
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論文徵文通告

大會時間 2016年3月12~13日（星期六、日）會期兩天

大會地點 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http://www.thcc.net.tw

大　　會
論文徵文

中醫藥基礎理論、中醫經方典籍探討、中醫藥實證研究、中醫藥臨床研究、中醫健保、醫

療管理或裨益中醫藥文化傳承之主題。

大　　會
徵文格式

論文字數不超過4,000字，包含(1)400字以內中文摘要(2)關鍵字(3)參考文獻(4)附上作者
姓名、學歷、工作單位、職稱、通訊位址、電子信箱。論文徵文截稿日期：2015年12月
15日。經大會審查通過錄用的論文收入大會論文集，若要口頭發表者請務必註記。

論文口頭
報告發表

口頭報告時間為每位10~15分鐘，有意口頭報告者(含摘要)請於2015年12月10日前報名
，並於2015年12月15日前電傳報告論文內容；口頭報告論文須先經大會籌備會學術組審
查通過後，具有創新者將優先依論文類別安排報告次序。

 大會秘書處：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大會訊息：http://www.tpcma.org.tw

                   電話：(02)2314-3456    E-mail：tp.cma@msa.hinet.net

第二屆傳統暨替代醫學與健康國際學術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on Health 2015

2015年10月24日(六) 至 10月27日(二) 共4天，於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大會網站：http://www.ictcmh2015.org.tw (大會語言，全程英文)


